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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表 

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總指揮官 何卓飛校長 

1. 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 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3. 單位聯絡窗口：林郁忻小姐(分機11511) 

03-9871000 

＃11000 

召集人

（一） 

劉三錡 

副校長 

1. 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2. 單位聯絡窗口：黃晴郁小姐(分機11156) 

03-9871000 

＃11010 

召集人

（二） 

藍順德 

副校長 

1. 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2. 單位聯絡窗口：龍佩愉小姐(分機12311) 

03-9871000 

＃11020 

指揮官 
傅昭銘 

副校長 

1. 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2. 單位聯絡窗口：吳衍德先生(分機11521) 

03-9871000 

＃11500 

發言人 

主任秘書 

及 

林安廸組長 

1. 應變指揮中心校園疫情對外統一發言人，對外

說明本校疫情感染防治措施與狀況。 

2. 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對外之聯絡。 

3. 召開應變小組會議及會議紀錄。 

4. 新聞聯繫發布。 

5. 設立熱線窗口及聯絡群組。 

6. 綜合性業務彙整後交由相關單位陳報教育部等

主管機關。 

7. 本校首頁成立疫情網站專區。 

8. 收集疫情相關資訊並隨時通報。 

9. 單位聯絡窗口：林安廸組長(分機11510) 

03-9871000 

＃11500 

副召集人 學務長 

1. 防疫計畫推動實施。 

2. 督導校園傳染病疫情防治暨各項因應事宜。 

3. 聯絡窗口：李淑茹(分機11232) 

03-9871000 

＃11200 

執行長 

校安中心 

鄭宏文 

洪協強 

1. 統籌校園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

變之督導、協調與執行。 

2. 彙整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狀況，循校

園緊急事件處理機制辦理，通報學務長、校

長、發言人、教育部校安中心、地方政府窗口

最新狀況。 

3. 協助各項疫情防治之執行實施。 

4. 協助住宿學生防疫因應措施及就醫。 

5. 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彙整校園疫情狀

況，依相關規定通報教育部校安通報。 

6. 掌握與學生聯繫之管道通暢。 

03-9871000 

＃1121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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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7. 協助回答學生家長之問題諮詢。 

8. 校安中心執勤室防疫物資(口罩)的建置。 

9. 單位聯絡窗口：洪協強(分機11270) 

執行長 教務長 

1.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

準，發布學校停止上課訊息及復（補）課規

劃。 

2. 安排罹病教師代課事宜；進行罹病或居家隔離

學生補救教學。 

3. 請任課老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4. 建構網路線上教學機制。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遠距教學作業說

明。 

5. 因應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辦理，規劃單一窗

口諮詢人員與負責回覆教育部(視疫情發展考量

個案特殊性，妥適安排學生之開學選課、註冊

繳費、修課方式、成績考核、請假休復學、輔

導協助等事宜，提供彈性修業機制，以即時因

應提供協助。) 

6. 因應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辦理，規劃單一窗

口諮詢人員，視疫情發展考量個案特殊性，妥

適安排學生之註冊繳費、成績考核、休復學、

輔導協助等事宜，提供彈性修業機制，經專案

簽奉校長核准後辦理，以即時因應提供協助。例

如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及

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相

關作業。 

7.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教學相關應變措施。 

8. 單位聯絡窗口：邱勻沁組長(分機11110) 

03-9871000 

＃11100 

執行長 總務長 

1. 統籌校園環境清潔之消毒劑及防護器材等準備

與發放。（例如：口罩、體溫計、酒精、消毒

水、噴槍、抹布、防護衣、護目鏡等） 

2. 環境衛生督導及定期消毒作業。 

洗手檯放置洗手乳、出入口放置75%酒精(宿舍

門口、各辦公室門口、各大樓出入口、電梯入

口、各辦公室門口、各教室門口、校車、會議

室門口)，並適時補充。 

3. 當有疑似病例發生時，立即執行消毒作業。 

4. 設立校園檢疫站、隔離區相關事宜。 

5. 感染性廢棄物之處理。 

03-9871000 

＃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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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6. 校車環境衛生督導及定期消毒作業。 

7. 協助調配負責外包工友業務之同仁，調度外包

工友協助消毒作業。 

8. 規劃餐廳(含滴水坊)防疫物資與環境之準備

(如:乾洗手用具、量體溫動線)。 

9. 校園環境安全衛生督導及消毒評估作業。 

10. 督導學校餐飲從業人員防疫管控(含滴水

坊)。 

11. 督導委託廠商配合本校防疫工作，落實各項

檢疫設施。 

12. 督導執行全校體溫監控期間本校大門及校車

體溫量測篩檢。 

13.總務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實施計

畫書。 

14.防疫物資窗口：林珮瑀小姐(分機11312) 

15.單位聯絡窗口：林珮瑀小姐(分機11312)、林

名芳組長(分機11320) 

執行長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處長 

1. 負責疫區返校之陸生、僑生及外國學生通報作

業。 

2. 針對陸生、僑生及外國學生之防疫宣導。 

3. 掌握陸生、僑生及外國學生舉辦大型慶典活動

舉辦之相關配套措施。 

4. 彙整所有陸生、僑生與外國學生名冊(包括：

就讀學位與非就讀學位、短期生或其他研習學

生的資料，亦指目前仍在本校的學生和未來已

規劃蒞校的外籍生)，規劃一位同仁為陸生外

籍生防疫接洽單一窗口。 

5. 掌握學生前往大陸地區學術交流等名單，出國

前告知須知事項及回國返校之通報作業。 

6.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6 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理計畫工作指引」對於三

類陸生進行分流管理，包括集中檢疫、自主健

康管理及集中監測)。 

7. 督導所屬場館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

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8. 提報接機之人員及自主管理期間所需之耳溫

槍、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品數量。 

03-987100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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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9. 單位聯絡窗口：詹雅文副國際長(分機12501) 

執行長 招生處處長 

1. 招生入學考試防疫措施規劃。 

2. 招生相關營隊或各種大型招生集會活動，如要

辦理，應依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規

定。 

3. 單位聯絡窗口：李喬銘副處長(分機12310) 

03-9871000

＃12300 

執行長 人事室主任 

1. 教職員工出國名單，返國後需 14 日居家檢疫及7

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懷21日。 

2. 掌握教職員工請假情形，有類流感症狀，建議

戴上口罩，就醫並返家休息至症狀解除，並進

行健康關懷14日。 

3. 掌握教職員工於醫療單位列為自主健康管理人

員名單。 

4. 規劃教職員疑似或確定病例之請假事宜。 

5. 於全校啟動體溫測量時，協助編製各測量地點

測量體溫人員名冊。 

6. 單位聯絡窗口：楊沛晴(分機11601) 

03-9871000

＃11600 

執行長 會計室主任 
1. 辦理防疫經費籌措與核銷事宜。 

2. 單位聯絡窗口：陳美華組長(分機11721) 

03-9871000 

＃11700 

執行長 
圖書暨資訊

處處長 

1.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圖書館空間應變措

施之規劃。 

2. 協助網路公告訊息，並維持系統暢通。 

3. 協助防疫網頁介面之連結學校網頁首頁。 

4. 協助規劃與建構停課時，教師與學生可利用網

路線上教學系統。 

5.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圖書館入館測量體溫人

力支援。 

6. 電腦教室防疫注意事項。 

7. 資訊化教室防疫注意事項。 

8. 單位聯絡窗口：王愛琪組長(分機11831) 

03-9871000 

＃11800 

執行長 
研究發展處

處長 

1. 執行推廣處學員防疫宣導、隔離、疫情通報等

事項。 

2. 督導所屬場館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

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3.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百萬人興學會館空

03-9871000

＃12100 



8 

 

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間應變措施之規劃。 

4. 單位聯絡窗口：黃淑惠組長(分機12130) 

執行督導 
通識教育委

員執行長 

1. 加強防疫教育宣導，融入相關通識課程。 

2.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通識教育應變

措施之執行。 

3.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所屬場館入口測量人力

支援。 

4. 協助提醒老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否有發

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5. 督導所屬場館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

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體育場管空間

應變措施之執行。 

7. 通識教育委員會工作計畫如附件 

8. 單位聯絡窗口：王盈茹(分機12612) 

03-9871000 

＃12600 

執行督導 

人文學院院

長及各系主

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人文學院系所

應變措施之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力

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

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

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

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協助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形。 

7. 單位聯絡窗口：游婉稜(分機21001) 

03-9871000 

＃21000 

執行督導 

樂活產業學

院院長及各

系主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樂活產業學院

系所應變措施之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力

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

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

03-987100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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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

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協助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形。 

7. 單位聯絡窗口：蕭慧茹小姐(分機22001) 

執行督導 

社會科學院

長及各系主

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社會科學暨管理

學院系所應變措施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

力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

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

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協助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

形。 

7. 單位聯絡窗口：邱雅芬小姐(分機23001) 

03-9871000

＃23000 

執行督導 

管理學院院

長及各系主

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管理學院系所應

變措施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

力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

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

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03-98710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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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職 務 職              掌 聯絡電話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協助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

形。 

7. 單位聯絡窗口：鄭秋蘭小姐(分機26001) 

執行督導 

創意與科技

學院院長及

各系主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創意與科技學院

系所應變措施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

力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

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

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形。 

7. 單位聯絡窗口：張嘉玲小姐(25001) 

03-9871000 

＃25000 

執行督導 

佛教學院院

長及各系主

任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佛教學院系所應

變措施執行。 

2. 協助全校監測體溫時，各院大樓入口測量人

力支援。 

3. 協助系所提醒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

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 

4. 督導系所及學生自我健康管理，返國後需 14 日

居家檢疫及7日健康自主管理，並進行健康關

懷21日。 

5. 督導各院大樓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學生

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

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6. 協助督促導師或相關師長追蹤學生恢復情

形。 

7. 單位聯絡窗口：林芷瑜小姐(分機27203) 

03-9871000 

＃27000 

執行督導 佛學研究中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佛學研究中心應 03-98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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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 變措施執行。 

2. 督導所屬場館常態性清潔及消毒，針對經常

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

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3. 單位聯絡窗口：林欣儀老師(分機12801) 

＃12800 

執行督導 
生活輔導組

組長 

1.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例或確定

病例之請假。【如有異動以中央流行疫情指揮

中心公告資訊為準。】 

2. 協助回答學生及家長之問題諮詢。 

3. 宿舍張貼宣導海報、分發衛教單張，加強住宿

生衛教宣導。 

4. 宿舍管理員執勤室防疫物資(口罩、救護箱)的

建置。 

5. 推動宿舍環境防疫措施。 

6. 宿舍管理員之防疫在職教育。 

7. 宿舍隔離寢室管制區之規劃與管理。 

8. 掌握與學生連繫之管道通暢，罹病學生請假

事宜。 

9. 協助學生因應相關之防疫措施及宣導。 

10.住校學生體溫監測、健康異常者之通報。 

11.督導宿舍環境之清潔。 

12.罹病學生經濟困難急難救助之協助。 

13.陸生在校分流管理及住宿隔離政策之規劃。 

14.學生宿舍防疫處理流程。 

15.單位聯絡窗口：黃惠姿小姐(分機11215) 

03-9871000 

＃11210 

執行督導 
課外活動組

組長 

1. 學生社團活動掌握與通報。 

2. 相關營隊、社團活動或各種集會，如要辦理，

應依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規定。 

3. 大型慶典活動舉辦之相關配套措施。 

4. 課外活動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 

5. 單位聯絡窗口：呂孟謙小姐(分機11225) 

03-9871000

＃11220 

執行督導 

身心健康中

心主任 

鄭宏文主任 

1. 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理輔導，減少學生與家

長恐慌心理。 

2. 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上課或

參加考試學生。 

3. 通知導師注意班級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4. 諮商輔導組暨資源教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03-9871000

＃1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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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措施。 

5. 疑似患者防疫物資之評估、申請及發放（如：

口罩、酒精、防護用具等）。 

6. 配合衛生單位提供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

正確防治措施資訊，進行防治宣導及相關諮

詢。 

7. 加強衛教宣導，上網提供相關資訊宣導、製作

海報、印製資料提供索取等。 

8. 掌握各單位之疫情通報作業，校園內疑似個案

之健康狀況追蹤掌控。 

9. 協助感染或疑似病例之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10. 協助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 

11. 疑似病例或居家隔離之學生返校後之追蹤。 

12. 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收集。 

13. 與衛生單位保持聯繫。 

14. 協助校園檢疫站、隔離區之設置。 

15. 掌握疫情訊息及資料並協助相關資訊公告。 

16. 建置疑似患者防疫物資清單與數量。 

17.單位聯絡窗口：陳宜嫻小姐(分機11244)、李

淑茹小姐(分機11232) 

執行督導 學生會 
1. 協助宣導學生參與校園疫情防治事宜。 

2. 單位聯絡窗口：呂孟謙小姐(分機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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